
生命教育專業發展中心（Life Educatio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enter，LEPDC） 

111年度高中以下各教育階段-生命教育議題融入課程成果嘉年華(線上直播) 

實施計畫 

壹、依據 

一、教育部107-110年生命教育中程計畫。 

二、中華民國110年06月18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100075447號-111年度生命教育專業發展中心工作

計畫。 

貳、宗旨 

一、協助各級教育階段教師理解生命教育議題學習主題。 

二、提升生命教育議題融入領域課程之教學實務知能。 

三、提供生命教育議題融入教學示例與教學實務研討。 

四、檢核教學資源研發成果之實用性。 

參、辦理單位 

一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二、承辦單位：生命教育專業發展中心-國立羅東高中(LEPDC)  

肆、參與對象 

一、各縣市政府友善校園學輔工作-生命教育業務承辦人。 

二、各縣市生命教育中心學校承辦團隊教師。 

三、全國高中以下各級教育階段對生命教育有興趣之教師。 

四、全國各大學師資培育生。 

伍、嘉年華直播資訊、課程代碼： 

一、第一場次直播：111年07月06日（三）- 07日（四）09:00-17:00，課程代碼：3456726 

          報名截止時間：111年07月05日（二） 

二、第二場次直播：111年07月13日（三）- 14日（四）09:00-17:00，課程代碼：3456765 

報名截止時間：111年07月12日（二） 

三、辦理方式：線上 Google meet 當日直播前30分鐘將連結或會議代碼公告於「臉書粉絲專頁」

及「寄至全教網 E-mail」 

陸、直播課程內容與規劃【請詳見課程表內容】 

柒、報名方式 

一、參加人員請至「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」線上報名，請把握機會踴躍報名。 

二、普通型高中生命教育必修課授課教師，可另行參與「110學年度生命教育教師教學實務研討

暨發表會」直播研習。 

三、二場線上課程略有差異，歡迎全程參與。全程參與者可優先取得 LEPDC 研發出版手冊乙本。 

四、線上課程中需要互動與提供意見，請務必先完成報名以利中心可預先寄發閱讀資料。 

捌、經費 

一、研習所需經費由生命教育專業發展中心(LEPDC)111年度工作計畫核定經費支應。 

二、請各校惠予參加人員公差假。 

玖、每場次核發8小時研習時數，直播前將連結公告於「臉書粉絲專頁」及「LINE 群組」，直播後

請填寫回饋單，未填寫者無法核發時數。 

拾、課程報名如有疑義，請洽生命教育專業發展中心盧怡欣專任助理，電話：（03）9576903。 



生命教育專業發展中心（Life Educatio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enter，LEPDC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11年度高中以下各教育階段-生命教育議題融入課程成果嘉年華(線上直播) 

第一場次課程表【第一天】 

時間：111年07月06日（三）08:50 – 16:40 

主持人：臺北市大同區大龍國民小學 蔡淑玲主任     

時間 min 發表主題 主持人/發表者 

111

年 

07 

月 

06日 

(三) 

 

08:50-09:00 10 始業式 

國教署長官 

國立羅東高中 校長 

生命教育專業發展中心 召集人 

謝寶珠校長 

【教學示例】議題融入教學示例 (北區1共備社群) 

09:00-10:30 90 

1. 老生常談 

2.「友善『笑緣』~揮別『校園自傷』 

3.慢一點沒關係-看見與接納真實 

的自己 

北區1共備社群教師群 

10:30-10:40 10 休息片刻  

【專題演講】 

10:40-12:10 90 
那些「遠得要命小學」的孩子 

教會我的三件事 

天下雜誌獨立評論＠天下 

廖雲章 總監 

12:10-13:30 80 午休時間 

【教學示例】兒童繪本融入生命教育教學 (中區共備社群) 

13:30-15:00 90 

1.發現自己 

2.討厭你可不可以 

3.快躲起來 

4.我就是喜歡我 

中區共備社群教師群 

15:00-15:10 10 休息片刻 

【生命教育建構校園】 

15:10-15:40 30 校園生命教育的推動 北區2共備社群教師群 

15:40-16:40 60 生命教育與對話教學 
生命教育專業發展中心 

協同召集人 胡敏華老師 

16:40 - 明天見 

 

 

 

 



 

生命教育專業發展中心（Life Educatio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enter，LEPDC） 

111年度高中以下各教育階段-生命教育議題融入課程成果嘉年華(線上直播) 

第一場次課程表【第二天】 

時間：111年07月07日（四）08:50 – 16:30 

主持人：新北市板橋區重慶國民小學 郭逸涵老師 

時間 min 發表主題 主持人/發表者 

111 

年 

07 

月 

07 

日

(四) 

08:50-09:00 10 開啟新頁 
生命教育專業發展中心 

協同召集人 胡敏華老師 

【生命教育建構校園】校長讀書會 

09:00-10:00 60 
 生命教育建構校園實務分享 

《成功的反思》 

LEPDC生命教育精進團隊 

校長讀書會 

10:00-10:10 10 休息片刻 

【專題演講】 

10:10-11:40 90 後疫情時代下的生命教育 
東吳大學哲學系  

張峰賓教授 

11:40-13:00 80 午休時間 

【教學示例】議題融入教學示例 (怪咖系列影片議題小組) 

13:00-14:30 90 
【怪咖系列】 

紀錄片引導思考教材資源手冊 

怪咖系列影片 

議題小組教師群 

14:30-14:40 10 休息片刻 

【教學示例】兒童繪本融入生命教育教學 (台南區共備社群) 

14:40-16:10 90 

1.沒毛雞 

2.我的夥伴很特別 

3.幸福好滋味 

台南區共備社群教師群 

16:10-16:30 20 LEPDC回顧與展望 生命教育專業發展中心 

協同召集人 胡敏華老師 

16:30 - 明年見! 

 

 

 

 



生命教育專業發展中心（Life Educatio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enter，LEPDC） 

111年度高中以下各教育階段-生命教育議題融入課程成果嘉年華(線上直播) 

第二場次課程表【第一天】 

時間：111年07月13（三）08:50 -16:40 

主持人：彰化縣北斗鎮螺陽國民小學 曾瑞君老師 

時間 min 發表主題 主持人/發表者 

111

年 

07 

月 

13 

日

(三) 

08:50-09:00 10 
開場 

羅東高中與生命教育 

國教署長官 

國立羅東高中 校長 

生命教育專業發展中心 召集人 

謝寶珠校長 

【專題演講】 

09:00-10:30 90 經典文學與生命教育 

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兼 

實驗教育推動中心 

徐永康老師 

10:30-10:40 10 休息片刻 

10:40-12:10 90 
公共電視 

 資源網站教材與應用 
公共電視節目部 林瓊芬副理 

12:10-13:30 80 午休時間 

【生命教育建構校園】 

13:30-15:00 

60 
 生命教育建構校園實務分享 

《成功的反思》 

LEPDC生命教育精進團隊 

校長讀書會 

30 校園生命教育的推動 北區2共備社群教師群 

15:00-15:10 10 休息片刻 

【生命教育與公共議題】 

15:10-16:40 90 武功秘笈-價值迷思與公共議題 北區3共備社群教師群 

16:40 - 明天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生命教育專業發展中心（Life Educatio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enter，LEPDC） 

111年度高中以下各教育階段-生命教育議題融入課程成果嘉年華(線上直播) 

第二場次課程表【第二天】 

時間：111年07月14（四）08:50 – 17:00  

主持人：雲林縣臺西鄉崙豐國民小學 王東榮校長 

時間 min 發表主題 主持人/發表者 

111 

年 

07 

月 

14 

日 

(四) 

08:50-09:00 10 開啟新頁 
生命教育專業發展中心 

協同召集人 胡敏華老師 

【專題演講】 

09:00-10:30 90 從生命教育談愛與感恩的能力 
輔仁大學宗教系進修部 

王乙甯講師 

10:30-10:40 10 休息片刻 

【教學示例】兒童繪本融入生命教育教學 (台南區共備社群) 

10:40-12:10 90 

-什麼是做大事？ 

-探尋獨特的我 

-重要的螺絲釘 

台南區共備社群教師群 

12:10-13:30 80 午休時間 

【教學手冊成果分享】議題融入教學示例 (高屏區共備社群) 

13:30-15:00 90 
《打開生命之窗看星星》 

   自閉症與生命教育 
高屏區共備社群教師群 

15:00-15:10 10 休息片刻 

【教學示例分享】議題融入教學示例 (北區1共備社群) 

15:10-16:40 90 

1. 3Q MEVY MUCH-達人會客室 

2.老生常談 

3.生命中的禮物 

北區1共備社群教師群 

16:40-17:00 20 LEPDC回顧與展望 生命教育專業發展中心 

協同召集人 胡敏華老師 

17:00 - 明年見! 

 

 

 

 

 


